
「兩白加兩原，長吉通四邊。」這是
導遊介紹吉林省時常用的口訣，當中包
含了吉林省共9個城市。我有幸於聖誕期
間參加由未來之星同學會所舉辦的2017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吉林」
的交流團，從省會長春到松原，走訪吉
林省其中兩個城市，讓我充分體驗到東
北地區絕頂的風光、獨有的文化，加深
對吉林省的認識，豐富自己對祖國國情
的認知。
對香港人來說，到訪有「冰雪世界、天

然冰箱」之稱的吉林，感受東北地區零下
二十度帶來的寒意，實在是難以忘懷的體
驗。旅程中遊覽的古蹟景點更讓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今次可與吉林大學的志願者及
其他大專院校的同學一同交流、學習，確
實為我的2017年年末添上色彩。
逾百名香港學員到達長春龍嘉國際機

場時，已經是傍晚時分，經歷了十多個
小時的路程，身體雖然疲倦，但同時又
感到無比興奮，雀躍萬分。因為大家很
少有機會來到祖國東北地區，感受如此
寒冷的天氣， 所以每個人都急不及待拿

出手提電話，查看外面的溫度；有些忙
着佩戴圍巾、手套、帽子；有些更即時
從背包拿出羽絨服穿上，大家都忙作一
團，嚴陣以待為禦寒做好準備。其後，
大家漸漸適應當地的氣溫，外出時已經
應付自如，不似初抵埗時手忙腳亂。

吉林除了極冷的天氣令我們印象深刻
外，此次交流團所到訪的景點更是重中
之重。其行程大可分為科技、歷史及文
化習俗3方面。以科技為例，我們到訪中
車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了解高
速鐵路客車和城市軌道車輛的製造過程
及發展。原來大家常聽的「和諧號」高
鐵及天天都乘坐的港鐵，通通出自於
此。由此可見祖國於鐵路車輛的研發、
製造及修理等技術已經發展得非常成
熟，而大家對一輛輛全新的高鐵都大感
興趣，爭相和列車拍照留念。

祖國科技融入人民生活
另外，於長春中東砂之船享用晚餐亦

是一個有趣的體驗。由於內地電子支付
已經非常普及，我們於點餐時，不再使

用現金，而是運用手機及二維碼完成交
易，讓我們眼界大開，大家都覺得祖國
內地科技的發展已完全融入人民的生活
中，衣食住行變得更便利，出門不必帶
錢包，只要一機在手就能解決日常所
需。以上兩項頂尖的科技，足以體現祖
國新四大發明的重要性。
在長春參觀偽滿皇宮博物院時，我們可

以了解中國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一生中重要的時期的所在。溥儀長達14
年的傀儡生活都在這度過，他的臥室、辦
公室、會客室以及他的皇后、妃子的臥室
等都在這所皇宮一一呈現。走過整座皇
宮，不難發現帝宮的建築面積很小，亦帶
有一種壓抑的感覺。這讓我們不期然想到
溥儀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末代皇帝於傀儡生
活中垂死掙扎，亦見證日本武力侵略東北
三省所留下的痕跡。
偽滿皇宮博物院旁設有東北淪陷紀念

館，介紹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史實。對我
而言，中學的時候只透過中史課簡單知
道「九．一八」事件，但當中的來龍去
脈、真實情況並不熟悉。透過紀念館所
展示的相片、影片、甚至是當時所運用
的工具，加上詳細的描述，令我們得知
事件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傷害，感受到

戰爭的可怕。
雖然一切已成為歷史，但它仍是一個

很好的教材，提醒後人戰爭並不能解決
問題，相反只會令更多無辜的人民受
害。前車可鑒，我們要提倡的是世界和
平，而不是分化。

從長春轉戰到松原，當然是體驗文化
習俗的重頭戲—松原市查干湖冬捕。我
們到達松原市的當天，正好是查干湖第
十六屆冰雪漁獵文化旅遊節開幕的第二
天，我們於午餐時品嚐到豐富的全魚
宴，而且桌上的魚都是從查干湖新鮮捕
獲回來的，同學們都吃得津津有味，只
吃一口便覺齒頰留香。

感受傳統獨特漁獵文化
嚐過魚後，我們正式出發看冬捕的過

程。在冰面上行走，看見冬捕人員忙於
拉網捕魚，掛在網上的魚直接隨網拉到
冰面上，新鮮無比，亦感受到這種傳統
漁業生產方式所帶出的獨特漁獵文化。
雖然腳踏冰面，極度寒冷，但能觀看查
干湖冬捕其壯觀之景象，實在是畢生難
忘。

羅映佩恒生管理學院四年級
（標題與小標為編者所加）

為 2017 年添色彩

星星同學會 回味吉浙「暖冬」
逾200港生回顧行程 姜亞兵喜見同學念祖國

自2005年成立至今，未來之星同學會已

帶領逾4,000名香港青年學生通過參與各類

交流、實習活動，進一步了解國家。去年12

月底未來之星分別首次舉辦「冬聚吉林」交流團及第三年舉辦「冬聚

浙江」交流團，吸引200多名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參加。日前大會

舉行分享會，讓一眾同學再次聚首回顧行程中所見所得。為活動主禮

的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表

示，經過幾年的努力，此次活動許多同學談感想時發自內心地使用

「祖國」而非「中國」這個詞， 讓人感到激勵和鼓舞，他指出，了解

國情就會知道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便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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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夢想在浙江大學讀光電工程，那
是我很感興趣的科目。浙江，我第一時
間想到歷史書上的京杭大運河，很氣
派、很創新、很厲害，打通南北經商和
傳播文化的渠道。自古蘇杭就是文人最
喜歡的地方，也是繁華的地帶。那邊有
西湖，吸引着無數詩人駐足創作，多少
文明因她而起，我也在這裡獻醜了。

《七律‧杭州冬韻》
——冬日遊杭州詠懷
斷橋殘雪入斜陽，
景韻幽深水中央。
湖畔清風環碧翠，
超山梅綻漫花香。
雷峰塔下雲霞晚，
靈隱亭台霧茫茫。
倩影鶯聲歡笑語，
採來野菊滿枝黃。
原先抱着散心的心情來參團的我，本

想着圓夢的心態來到這裡。我的夢想是
遊西湖、進阿里巴巴、逛浙大，這一切
剛好都在行程中，所以一看到行程表，
我感到很開心。

來到機場，終於見到組員，我們開始
閒話家常。這次我很幸運，飛機準點，
沒有延誤，就這樣我展開了今次的旅
程。
還記得遊浙大時，一位叫蔓蔓的女大

學生帶着我們走，她總是耐心地聽着我
們很普通的普通話，大家有說有笑。只
是讓我驚喜的是，她在臨別時給了我們
每個人一張明信片，裡面包含了我們香
港獨特的「潮語」。這讓我很感動，原
來她會記得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當然
我也會永遠記得她。

電子支付為民眾提供方便
除了當地的人讓我難忘，當地先進的

生活，亦令我大開眼界。我打開手機，
啓動支付寶，發現自己過了600芝麻信
用積分，於是我試着去借移動電源，過
程真的很方便。後來有人告訴我，以電
子支付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租借東西，譬
如雨傘等，為民眾提供了方便。
還有一個讓我特別驚喜的地方，就是

浙大的「原空間」，浙大積極支持學生
創業，給他們提供資金、場地和專業輔
導 。 這 讓 我 想 起 香 港 經 常 在 強 調
「STEM」教育，但是在科技創新的發展

卻很慢，投資者要看到產品有足夠的規
模跟發展動力才肯投資，但很多初創企
業往往熬不過這一關。相反，浙大跟浙
江政府乃至企業，如阿里巴巴都會大力
支持這些初創企業，這讓浙江的創新產
權登記數量在全國名列前茅。
最後我要衷心感謝未來之星同學會給

了我們這一個機會去浙江，讓我認識到
可愛的浙江跟可愛的同學們。

曾宇香港大學一年級
（標題與小標為編者所加）

浙江圓了我的夢

■■參加浙江參加浙江
團的團的「「未來未來
之星之星」」和浙和浙
大志願者開大志願者開
心合影心合影。。

日前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未來之
星同學會主辦的「未來之星同學會

2017冬季交流團總分享會」日前隆重舉
行，姜亞兵，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巡視員
張蔚紅，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政治助
理黎穎瑜，香港中山社團總會主席簡植
航，中道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
譽主席莊紫祥，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青委會
主任廖宇軒等為活動主禮，連同約230名學
生出席，現場氣氛熱烈。

「港夢是中國夢一部分」
姜亞兵在致辭中表示，作為活動組織

者，他最願意參加分享會，因為「這是收
穫的季節、是精神大餐。」他認為，同學
們可喜的變化令組織者感到激勵和鼓舞，
「幾年前，可能由於文化差異和用詞習
慣，同學們很少用『祖國』而是用『中
國』這個詞」，但在吉林的匯報中，多位
同學都發自肺腑地用到「祖國」，而有些
同學提到「香港夢是中國夢的一部分」亦
激發了他的思考。
他續指，透過認識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便能更好地實現自己夢想，而「未來
之星」活動的目的正是幫助港生們「了解

國家、認識祖國、發現機遇、實現夢
想。」他並提到，了解國情更是作為中華
民族炎黃子孫的基本要求，「知道我們從
哪裡來，就不會數典忘祖，做出所謂『港
獨』般被人唾棄的事情。」他透露，
2018年「未來之星」還將組織與2017年
同等規模的交流團和實習團，此外，還會
組織前往巴爾幹、波蘭、捷克、羅馬尼亞
等地，以幫助同學們了解祖國和世界。

前輩勉成真「明」星
黎穎瑜則表示，參與是次冬季交流的

港生能親眼觀摩了國家創新科技發展，還
遊覽了充滿詩意的烏鎮，可謂立體地見證
國家一日千里的發展。她提到，自己讀書
時還未像現今學生般多機會出外交流，寄
語一眾「未來之星」繼續發揚香港情懷國
家觀念國際視野，在社會上發光發熱，成
為真正的「明天的明星」。
分享會當日播放了兩個冬季交流團的

回顧影片及學生自導自演的創意影片，多
位學生代表亦分享交流體會。大會隨後亦
公佈了兩團學員優秀感言、優秀攝影作
品、創意短片、積極參與小組及優秀出團
幹事五大獎項評選結果。

未來之星首次舉辦「冬聚吉林」交流
團，許多同學亦是首次踏足冰天雪地的
東北地區，但心裡卻經歷了一個「暖
冬」。理工大學學生袁詩朗分享指，
「我們身上穿着當地朋友準備的棉襖，
腳下貼着他們給的暖貼，耳朵聽着他們
一遍遍熱情的話，讓我們暖在身，更暖
在心。」

中國高鐵 我們驕傲
東北的先進科技項目，亦令港生們一改以

為當地發展較落後的印象，嶺南大學學生王
珈雅說：「我們參觀了長光衛星、中國空軍

航空大學等之後才發現之前的認識錯了。」
城市大學學生洪英毅亦表示，「我印象最深
的是參觀製造高鐵車輛的中車長春軌道客車
股份有限公司，世界各國爭相引入中國高
鐵，其他國家也在跟隨中國高鐵的技術指
標，值得我們中國人驕傲！」

兩地團結 港更美好
吉林團的同學亦參觀了偽滿皇宮博物

院，並引發他們反思，洪英毅說：「我們
要珍惜祖國現在的一切，千萬不要重蹈歷
史悲劇的覆轍。」科技大學學生鄺美珊則
表示，香港夢要和中國夢結合起來，團結

在一起的香港會更美好。
而在浙江團中，江南的小橋流水人家令港

生們迷戀，而同時他們也驚歎於杭州電子支
付等科技的高速發展，除了在街頭巷尾見到
公公婆婆都用流動支付，同學們亦參觀了螞
蟻金服，公司代表之一就是浸會大學的畢業
生，他在螞蟻金服實習後留任，很多同學對
此非常感興趣。嶺南大學學生葉映云說：
「未來的發展方向不能再限制於香港，要加
緊兩地合作，希望更多人能放下成見，親身
回去感受一番再下定論。」數次參加「未來
之星」交流的理工大學碩士生王家俊認為，
港生要懂得抓住背靠祖國的優勢，因為內地
發展機會確比單純留港多很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港生：讓我們暖在身更暖在心
星
－
星
－
追
－
憶

星 星 遊 記星 星 遊 記

■■「「未來之星同學會未來之星同學會20172017冬冬
季交流團總分享會季交流團總分享會」」大合照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袁詩朗袁詩朗（（中中））分享心得分享心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姜亞兵指姜亞兵指，，了解國情能更好地實現了解國情能更好地實現
夢想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下筆書寫這幾天的感想，回
想起旅程的點點滴滴，回憶頓時
湧上心頭，一幕幕的畫面好像昨
天才發生一樣，叫我思念，儘管
中文博大精深，但也不足以描繪
這六日五夜的深刻體會及感受。
一開始在朋友的介紹下，第

一次看到「未來之星．從香港出
發－冬聚吉林」的報名信息
時，我毫不猶豫就報名了，原因
很簡單也略為膚淺：第一，祖國
那麼大，我想去看看。第二，我
想去看雪。是次旅程不單止滿足
了我看雪的期望，還讓我豐收了
寶貴的知識和體驗。
參觀長春新區規劃展覽館、

長光衛星、中車長春軌道客車股
份有限公司、空軍航空大學等，
過程中令我獲益良多。對一直生
活在香港的我而言，對內地發展
和資訊的了解，往往只停留在非
常片面的網路消息與新聞報道，
殊不知，祖國內地的發展其實已
經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革
新。
以往我對於東北的印象都是以

「冰天雪地」為主，加上內地一
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的
發展如日中天，大家難免覺得偏遠的東北
地區或許會被忽略。不過，其實國家並沒
有遺忘東北地區，反而投放了許多資源於
科研發展、地方規劃等，而且亦積極利用
東北地區的優勢與潛力，開發東北同時提
升國家的國際地位，壯大了中國的軟、硬
實力，讓我感嘆祖國的偉大國力。

見證日侵華史 增國家歸屬感
旅程的安排不但讓我們了解到祖國的

未來發展，也帶我們「回到過去」，參
觀偽滿皇宮博物院，了解當年日本侵華
的歷史。在導賞員的專業帶領和富感情
的解說之下，我彷彿親歷當年戰爭之
境，一幕幕撼動人心的畫面呈現在我眼
前，讓我對國家的歸屬感油然而生。

回顧我國在歷史血泊中的傷痕，目的並
不是為了加深國家之間的仇恨，而是讓我
們從歷史當中好好學習，現在的我們應該
好好維持國與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不要再
有戰爭。但願人間有愛，世界和平。

莫靜琳嶺南大學二年級
（標題與小標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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